
“小区800多个车位，已有200
多个加入‘私家车位APP’，实现车
位共享。”位于中坝街的锦绣光华
小区，是成都途图乐科技有限公司
较早入驻的小区，建有一个174人
的微信群，供业主们交流探讨。

业主文飞有一个车位时常闲
置，他想租出去，但常规租赁一般
都以半年或一年为期，又怕想用时
不好收回。2016 年底，他看见邻居
的 车 位 上 挂 了 一 个“ 私 家 车 位
APP”的牌子，尝试着扫了一下二
维码，从此加入车位共享的行列。

两年多来，他车位共享的收入
已达7411.79元，可以随时提现，这
让他喜上眉梢。“既不影响自己和
亲友来访时使用，‘躺’着还能赚
钱”，他介绍说，其他车辆来共享车
位时，可以限定停放时段；而车位
空着的时候，每周挂出去一定时
长，又可以获得奖励。

而在车位共享刚刚兴起之时，

不少业主是很排斥的，“我们小区
2600 多户人，只有 800 多车位，都
说车位如此紧张了，怎么还能共
享？”文飞观察到，这一两年来，业
主群里这样的质疑少了，有限的车
位经过闲置时段的共享，无形中增
加了车辆停放空间。在技术上，
APP经过多次升级更新，找车位也
更为精准了。

他回忆说，在推行车位共享之
前，有亲友上门，邻居们常常在微
信群里借车位。这样的方式，一是
不及时，有车位的业主不一定看
到；二是把车位借出去后对方万一
没按时走，自己又要用就很尴尬。

“现在我的亲友来了，我就给他们
下单共享车位，花几块钱不用开口
求人，多好！”

以文飞为代表的业主们，还希
望车位共享能在成都遍地开花，以
后出门就不用焦虑目的地停车方
不方便了。

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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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主刘小姐日前通过e泊车的
车位共享租赁服务，晚上把车停进
了酒店。白天，众多写字楼、商场、医
院等场所车满为患；但到了晚上，车
位又出现空置，把它们利用起来，成
为老旧小区缓解车位问题、解决乱
停乱放的福音。

刘小姐下班之后，大约19时到
达瑞城名人酒店地下停车场，在入
口直接通过车牌识别入场，见到空
车位就能停；次日早上8时许上班，
去停车场取车，出口停车系统直接
语音播报为月租车辆，不停车直接
放行。如此方便快捷，月租仅 300
元，直接通过微信缴费。

获益的不仅是月租车主，酒店方
也利用了闲置车位，获取了额外收
益。该停车场负责人孙成告诉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基于与成都宜泊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在智慧停车管理
系统上的良好合作，闲置车位共享
租赁一事在2018年初一拍即合。

根据宜泊的数据统计，该酒店
车位共计150余个，上午10时之后
基本处于满位状态。而傍晚6时到
翌日上午 9 时，车位占用率仅为
70%左右，因此建议停车场在此时
段开放闲时共享车位20个，不仅提
升酒店的经营收入，也方便了附近
1公里内遭遇停车难题的车主。

“空着也是空着，共享出来是
多赢。”孙成说，共享车位的收益虽
没单独统计，但去年酒店平均每月
为客人免单3000多辆车的停车费，
停车场收入还稳定在百万以上，车
位共享功不可没。

共享停车是“互联网+”
在城市交通治理领域的具体
应用。共享停车以信息化手
段为支撑，进一步提升存量
车位资源的使用效率，是新
建停车资源的重要补充和替
代，更具有绿色、节约的突出
价值。共享停车也得到政府
相关部门的关注。

去年2月，成都出台《关
于鼓励和支持停车资源共享
利用工作的实施意见》，表明
了对共享停车发展的鼓励态
度。近日，《成都市车位共享
绩效与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办
法（试行）》出台。成都市交通
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制
定该办法既是对车位共享市
场的鼓励，也是进一步规范
车位共享经营管理和服务行
为的举措，以建立完善车位
共享行业信用体系，提高经
营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事实上，不止成都在发
力。2016 年，上海发布《关于
促进本市停车资源共享利用
的指导意见》。去年 1 月，杭
州面世一款城市级共享泊车
平台——“共停”项目。该项
目是全国首个城市级别的共
享泊位平台，由杭州市城管
委牵头，蚂蚁金服为其提供
了实名认证、信用、支付、线
上运营等能力的输出与支
持。去年5月1日，《北京市机
动车停车条例》正式施行，其
中首提“共享停车”概念，即

“推进单位或者个人开展停
车泊位有偿错时共享”。不
过，目前尚无各个城市共享
车位具体数据的统计。

从最初“共享停车起步”
的热闹，到随后“共享停车遇
冷”的思考，再到不断发展，
共享停车的前途将如何？中
国停车行业协会副主任王婕
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共
享停车位是未来城市解决停
车问题的一个好办法，但具
体推进过程中还需要解决很
多实际问题，完善利益分配
机制、动态差别定价，有效引
导需求、加快标准化建设，保
障各方权益才能解决停车难
问题，支撑共享停车的实现。

共享闲时车位
有业主“躺赚”万元

共享车位在成都这两年

宜泊四川分中心总经理陈蓉告
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公司
旗下车位共享服务平台依托于宜泊
的上千个项目，通过互联网的手段
盘活车位存量，提高闲时车位的利
用率，优化社会车位资源配置，社区
与商业写字楼停车场闲时车位互
补。

目前宜泊车位共享平台应用
注册用户已达 60 万以上，月出入
e 泊停车场的车辆数达 100 万以
上，以这些客户群和 e 泊车场为
基础，在为数十万车主缓解停车
难题的同时，也为多家停车场创
赢创收。

车位共享以自愿原则为基础，

停车场管理方自由设置共享时段，
车主自由选择停车时段。线上通过
微信、支付宝等方式预约缴费，线下
配合车场导航直接到达预约停车
场，无需额外登记，通过车牌识别直
接入场、出场。

“ 私 家 车 位 是 B2C，我 们 是
B2B，属于两种业态，盈利和商业模
式不同。”陈蓉表示，该公司已入驻
成都商业写字楼、医院、酒店、老年
活动中心等300多个项目，其中80~
90 个项目非常活跃。“我们在做的
不仅是车位共享，目的是打通停车
全产业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丹 摄影报道

记者从成都途图乐科技有限公
司了解到，获利 7000 多元不算最
多，已有多位业主赚了上万元。

途图乐总经理殷晓舜告诉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正如业主们
所愿，在《关于鼓励和支持停车资源
共享利用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政策
支持下，私家车位App加快了在成
都的落地运营。目前已和龙湖、华
润、蓝光嘉宝、万科、碧桂园等一线
物业开展合作。尤其是蓝光嘉宝物
业引入私家车位APP，一次性为18
个小区业主开通车位共享服务，今
年又准备为8个小区开通该服务。

目前，途图乐在成都全市开展
车位共享示范小区建设，已在锦江
区四海逸家、蓝谷地，高新区英郡，
青羊区长富新城、成华区驷马康城
等小区落地实施。特别是高新区桂

溪街道引入私家车位 APP，为辖区
居民解决了一部分停车问题。截至
目前，私家车位APP已在成都入驻
300余个楼盘，有超过12万人认可、
理解和支持车位共享。在成都的良
好发展势头，以及一线物业的认可，
已让途图乐有了走出去的计划。

点位点位11：：
锦绣光华小区锦绣光华小区

私家车位私家车位 以前微信借车位 现在车位共享有收益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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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的是打通停车全产业链

连日来，香港激进暴力分子完全突破了法律的底线、道德的底线、人性的底线，他们在众目睽睽之
下公然实施严重暴力犯罪行为，令人触目惊心，不寒而栗。他们的行为是对法治的极端蔑视，严重地损
害了香港的国际形象，严重伤害了广大内地同胞的情感。对于这种极其恶劣的暴力犯罪行径，必须依
法严惩。我们坚决支持香港警队和司法机构果断执法、严正司法，尽快将违法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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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港澳办强烈谴责香港机场严重暴力行径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深化新时代学校
思政课改革创新

据新华社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
认真贯彻落实。

把思政课教师和辅导员中的优秀分子
纳入各类高层次人才项目

《意见》指出，要完善思政课课程教材体系。
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政课，
引导学生立德成人、立志成才，树立正确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
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增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
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奋斗之中。加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思政课课程群建设。国家教
材委员会统筹大中小学思政课教材建设，科学制
定教材建设规划，注重提升思政课教材的政治
性、时代性、科学性、可读性。

《意见》明确，要建设一支政治强、情怀深、思
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的思政课教师队
伍。高校要严格按照师生比不低于1：350的比例
核定专职思政课教师岗位，在编制内配足，且不
得挪作他用，并尽快配备到位。各地应对民办学
校指派思政课教师或组建专门讲师团。在中央
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及地方党校（行政学院）面向
思政课教师举办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专题研修班，办好“周末理论大讲堂”、骨
干教师研修班，实施好思政课教师在职攻读马克
思主义理论博士学位专项计划。把思政课教师和
辅导员中的优秀分子纳入各类高层次人才项目，
在“万人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四个一批”
等人才项目中加大倾斜支持力度。各地要因地制
宜设立思政课教师和辅导员岗位津贴，纳入绩效
工资管理，相应核增学校绩效工资总量。

思政课建设情况纳入
地方党委领导班子考核和政治巡视

《意见》指出，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
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进一步建强马克思主义
理论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高校应将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设为重点建设学科，根据
需求逐步增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学位授
权点，支持有关高校联合申报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建好建强一批全国重点
马克思主义学院和示范性马克思主义学院，依
托有条件的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一批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建成
一批课程思政示范高校，推出一批课程思政示
范课程，选树一批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和团队，建
设一批高校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

《意见》明确，要加强党对思政课建设的领
导。地方各级党委要把思政课建设作为党的建
设和意识形态工作的标志性工程摆上重要议
程，党委常委会每年至少召开1次专题会议研
究思政课建设，思政课建设情况纳入各级党委
领导班子考核和政治巡视。推动建立高校党委
书记、校长带头抓思政课机制，高校党委书记、
校长每学期至少给学生讲授4个课时思政课，
高校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每学期至少给学生讲授
2个课时思政课，可重点讲授“形势与政策”课。

得到一线物业认可
准备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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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史以来
最棒一届世警会”
成都如何交出高分答卷

从起步热闹
到遇冷思考
再到向前发展

“好办法”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点位点位22：：
瑞城名人酒店瑞城名人酒店

酒店车位酒店车位共享

私家车位业主在闲置时段，把车位共享短
租给小区其他业主或访客等停放；商业写字楼
等停车场管理方在夜间闲时，把车位共享月租，
供周边小区居民使用。这两种车位共享模式，充分
利用停车资源，缓解城市停车难题，步履不算快，
却在向前。2018年初，成都市政府印发了《关于鼓
励和支持停车资源共享利用工作的实施意见》，进
行停车资源共享利用建设。时隔一年半，已有两家
在成都注册的车位共享运营企业获评代表优良的
AAA级。根据成都市交通运输局《成都市车位共享
绩效与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结果公示》，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选取了成都宜泊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和成都途图乐科技有限公司两

个样本作为代表，一窥成都车位
共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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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车位平台展板

业主文飞共享车位获取的收入

通过共享平台可把车停进酒店

月租300元 她每晚把车停进酒店

世警会消防专项比赛——召集


